
王文傑（Gigi Wang）女士
陽光地產
土地﹑農場﹑辦公樓買賣﹐新房﹑二手房買賣﹐從買到租一條龍
服務﹐幫您租到滿意的房子﹐幫您出租您的房子﹒
直線﹕281-930-7109
微信號﹕qdawwj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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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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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1.Katy七湖小區，優質學區，交通方便緊鄰westpark和99兩條高速公路。社區環境優美，2層別墅。建
於2010年，2375尺，3房2.5浴室，高檔裝修，僅售$26.3萬。自住投資均可

2. Cypress休斯頓西北區，好學區，一層別墅，2007年，面積1550尺，3房2浴室。交通便利，小區環境優
美，售價$15.5萬。投資房最佳選擇。

3.糖城riverstone，德克薩斯州2014，2015年連續兩年最暢銷小區。福遍好學區，生活便利。環境優美，
小區配套設施完善。2011年，面積3440尺，4房2.5浴室，瓦屋頂豪宅。後院私家遊泳池。售價$59萬。
一次性投入，長久享受。

4. Pearland梨城，一層小別墅，交通方便，近醫學中心，downtown，1996年，近期全新裝修，1500尺，
4房2衛，售價$13萬。自住投資均可。

5. 糖城優質學區，Dullas高中學區房，交通方便，近59號和6號兩條高速。全新豪華裝修，新屋頂，新
空調熱水器，一樓木地板，廚房廁所大理石臺面。一層半戶型，1980年，2400尺，4臥室3浴室，
一樓二樓雙主臥。售價$26.9萬。

6. 醫學中心優質condo 2房1.5浴 近貝勒醫學院，萊斯大學，MD Anderson。公交車直達醫學中心。
面積1,060尺，僅售$ 12.5萬

7. 米城Missouri city，湖景全新房，格局寬敞，采光亮，4房3.5浴，最佳選擇，售價 $ 29.9萬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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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擅長鋼琴獨奏的旅美華裔青年鋼琴家
馬鶴紋(Hewen Ma)將於10月29日(周六)晚間7時在MATCH為視障者
舉行一場 「Music & Hope」 慈善音樂會，當天將特別邀請盲人鋼琴家
Una Lau做為演奏嘉賓。一直致力於公益活動的馬鶴紋表示， 「希望透
過音樂的感染力，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

從小耳濡目染擔任音樂老師的母親奉獻公益，馬鶴紋在母親愛的教
育啟發下，熱中參與各類慈善義演，在上海音樂學院就讀時，善用音樂
性質，舉行慈善音樂會募款，大學畢業時更舉辦一場 「情溢黑白」 獨奏
音樂會，回饋社會。

馬鶴紋說，這份做善事的心始終沒變，赴美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就讀碩士時，曾和音樂學院的同學，完成
「Four of a kind」 計劃，在休士頓衛理教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dpital)為病患做音樂欣賞。一路走來，馬鶴紋對投身公益樂此不疲，
希望能幫助更多弱勢團體，直到她在萊斯大學就讀藝術家文憑(artist di-
ploma)時，透過教學結識盲人鋼琴家Una Lau，了解Una身為視障者的
辛酸，更堅定她想要為Una舉辦音樂會的決心。

藉由一次聯繫，得知Una飽受手術後遺症之苦，不只畏光也不能接

近任何金屬材質，術後的身心靈痛苦折磨幾乎讓Una想放棄人生。為了
鼓勵Una活下去的動力，馬鶴紋毅然決然投入這場慈善音樂會，演出者
和籌劃一肩扛起，籌備才一個半月時間，中間雖然遭遇許多挫折，例如
音樂會命名困難、贊助商和其他瑣碎雜事都讓她焦頭爛額，還是讓她樂
在其中。

值得開心的是，Una也因為這場音樂會的籌備，帶給她人生無限希
望，音樂讓她有目標努力， 「音樂是很強的支撐」 。馬鶴紋說，這也是
舉辦這場音樂會的目的，她認為， 「音樂可以視覺化」 ，希望視障者都
能從音樂看到顏色，活動也贊助100張票，邀請5個盲人機構一同欣賞
。

目前忙於音樂會籌備，馬鶴紋本身也是Vivo Professional musical
School音樂總監，該校教授所有古典音樂樂器、音樂欣賞和考級，喜歡
音樂的人可參考官網http://vivoschoolhouston.com/。

馬鶴紋鼓勵大家一起共襄盛舉，她將演奏6首約40分鐘古典曲目，
Una則會演奏約5至8分鐘，售票10元至20元，希望對音樂鑑賞有興趣
的愛好者，都可共襄盛舉。音樂會地址為3400 Main St., Houston, TX
77002，購票請洽http://matchouston.org/events/music-and-hope。

馬鶴紋 「音樂與希望」 慈善音樂會10月29日登場 讓音樂視覺化

華裔青年鋼琴家馬鶴紋。(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2016
年10月20日，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
敦分會攜手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在美國
第四大城市休斯敦成功舉辦主題為

“中資企業走進美南”-中國電信德
州分部開業典禮暨中資ICT和移動業
務的企業推廣活動，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李強民總領事應邀出席，美南地

區多家中資企業代表與會。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分會會長

李少林首先介紹了商會的發展組成及
近期活動介紹。李少林會長說，隨著

中國經濟的發展，近年
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
業赴美投資，美國中國
總商會是中國在海外最
大，也是在美國最具有
影響力的商會組織之一
，為來美投資的中資企
業提供服務搭建平台，
以促進中美兩國的商業
交流與合作為己任。美
中商會關註中資企業在
美國發展，在商會成立
一年半的時間裏，會員
企業已從最初的39家
增長至70家，未來商
會也將吸納更多的美國
企業成為戰略合作夥伴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李強民總領事到場祝賀。
李強民總領事在致辭中肯
定了美國中國總商會為促
進中美雙方經貿交流合作
所做的貢獻，對中國電信
在美國激烈的市場環境下
取得的驕人成績表示祝賀
。李總領事表示，隨著中國“走出去
”戰略的快速推進，中資企業利用各
自優勢，積極開拓美國市場，擴大了
中美經貿合作，為繁榮當地經濟、創
造就業、增加稅收做出了貢獻，他預
祝中國電信德州辦事處及各個中資企
業在美國發展取得更大的成績！

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副總經理趙暉
在開業典禮上表示，中國電信作為全
球最大的電信服務商之一，也是中國
首家在美提供電信服務的中國運營商
。中國電信從2000年開始積極拓展
美國業務，2013年成立中資團隊，以
赴美投資中資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

中國電信美洲公司近三年來，每年年
收入增長近60%，今年預計營業額可
達4億美元。中國電信逐步成為能夠
在全球進行網路部署、服務保障、產
品提供的世界級綜合資訊服務提供者
，德州分部的開業，是中國電信美洲
公司發展的又一個重要的裏程碑, 標
誌著中國電信在深入美南市場方面邁
出了穩健的一步。

中國電信美洲公司移動部門和中
資部門負責人在推介會上分別介紹了
中國電信的國際網絡資源和領先的技
術、產品和服務等，讓來賓對中國電
信在美國的服務範圍和發展方向有了
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中資企業走進美南
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入駐德州 企業推介會圓滿成功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分會會長李少林致
辭 （記者楊笑/攝影）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致辭
（記者楊笑/攝影）

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副總經理趙暉致辭 （記
者楊笑/攝影）

（本報訊）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台親會)"2016促進兩岸
文化交流參訪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館和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全力支持，總會長梁義大及秘書長陳恬璧帶領之下，於今
年(二O一六）九月十二日展開了"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之旅"，首先
至台北拜會三天， 為中國國民黨及泛藍陣營打氣；接著轉往大
陸，拜會並參訪了北京、天津、 新彊三地，國台辦、國僑辦、
全國台聯、天津僑辦及新疆外事僑務辦公室等單位，十二天不但
是一趟"兩岸文化交流之旅"，也是"兩岸和平之旅"，三十一位 團
員更有巨大的豐美收穫，非常難得可至嚮往已久的新疆地區參訪
，一路上驚奇連連，沿途風景美不勝收。

在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而民進黨執政後天災人禍頻傳時刻
，大家的心情格外五味雜陳，經由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郭昀光主任
的安排，大家拜會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洪秀柱， 以及前副總統吳
敦義後，感覺特別的溫暖。和華僑救國總會鄭致毅理事長的座談
會和午宴及拜會華僑協會黃海龍理事長時，和幾位老長官王能章
和鄭安國的不期而遇，更滿足了大家的思鄉之情。台北的天空有
我們年輕的笑容，台灣的一切常在我們的心中，這是北美洲台親
會啟動回台的緣由。

大家久聞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洪秀柱身材嬌小，相見後才發現
她真的是位小 巨人，一席話說來鏗鏹有力，對於民進黨執政後
追殺國民黨黨產，有如狂風驟雨般淩厲，洪秀柱也強調她會帶領
大家走出新路，不懼怕也不閃躲，堅持"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是
未來的一條可行之路，早在二O一二年馬英九勝選連任總統時，
總會長梁義大即在華府的報章呼籲馬政府應儘快和大陸簽署 「兩
岸和平協定」 ，可惜馬政府並未把握時機。北美洲台親會致贈洪
秀柱主席在國父孫中山先生去世前說的 「和平奮鬥救中國」 遺訓
牌匾，同時也致贈洪主席參加海峽論壇時和俞正聲主席合影刊登
在"台聲"封面的雜誌留念，以表彰洪主席對"一中"和"兩岸和平發
展"的堅持！

九月十五日團員陸續從各地來到北京，當晚剛好是中
秋夜，國僑辦精心安排在石剎海划船賞月，映證了 「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的詩詞，國僑辦蔡嶸先生就此陪伴
了大家七天，從北京到天津再到新彊，一路展現了新一代
官員的誠懇和能力。事實上，各地僑辦都精心安排接待事
宜，譬如天津之行雖然只有一天，天津僑辦于欣宜處長也
盡心引領大家參訪了古文化街、天津市計劃館、梁啟超故
居，也品嚐了中外聞名的"狗不理包子"。

九月十六日在北京國台辦由六局局長頓世新接見大家
，他說的非常直白， 蔡英文政府總是拉著美國及日本，欲
以對抗中國，這是不可能的痴心妄想，他也強調如果日本
過度妄動， 並和台灣簽署所謂的友好關係法，大陸不惜與
其一戰。 一席話引來與會團員一致鼓掌， 有的團員甚至表
達願意捐款支持懲日之戰。當天中午全國台聯副會長楊毅
周代表全國台聯宴請北美洲台親會的團員，為大家洗塵。

國僑辦是這次主要接待北美洲台親會的單位，國僑辦
副主任譚天星在北京及新彊都說明了大陸對於台灣華僑的
重視及關心，也特別提到"一帶一路"是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商機無限，歡迎大家回國投資。他耐心聽取團員的各種
建議，並感謝北美洲台親會的鄉親突破重重困難 ，勇於舉
起兩岸和平的旗幟，讓中華兒女的主流民意繼續往前邁進
。 他指出愈來愈多人願意學中文，愈來愈多人願意承認自
己中華兒女的血統 ，這是因為中國大陸強大了，這是件大
事，鼓勵大家堅定信心。北美洲台親會致贈譚天星副主任
「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 的獎牌，感謝國僑辦多年來

給予本會堅定的支持。
九月十八日飛抵新疆烏魯木齊參訪的第一站，新疆僑辦艾克

拜爾江副處長及小馬哥在機場歡迎參訪團的到來，北美洲台親會
的團員前往參觀新彊師範大學時，更是大呼佩服，沒想到地處邊

彊的大學，竟然有設備及人才極為完備的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 外國留學生前往學習中國文化的人數也超出大家的想像。
九月十九日參訪了吐魯番地區的景點，參訪了二千多年前的
交河故城古蹟遺址和葡萄溝，所有團員親自感受到吐魯番盆
地地表的炎熱，大家在火焰山前合影，留下了深刻的回憶！
九月二十日前往天池風景區參觀，平常天池地區都是大霧籠
照，無法一窺天池之美，當天天公作美，風和日麗，所有的
團員均很有福份，天池的美景，一覽無疑！當晚北美洲台親
會參與亞歐博覽會， 並應邀參加新彊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的成
立酒會，也感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
主任艾力•阿不力米提給予本會的支持。翌晨參加了"華僑華
人與絲路建設論壇"，大家對"一帶一路"的新經濟發展政策，有
更深入的了解。
九月二十二日參訪活動結束後，團員又轉往伊犁三天，在專

程由北京趕來的台盟中央楊建峰副處長陪同接待下，大家見識了
比古詩詞 「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動見牛羊」 更壯闊的美麗那拉
提大草原，豔陽下的北地風光， 沒有蒼茫，只有牛羊馬悠悠哉
哉的祥和喜樂，讓人流連不已。 正合了那句 「不到新彊不知中
國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彊之美」 。具有哈薩克民族風味接待貴
賓的歌舞晚宴，割羊頭肉的歡迎貴賓儀式， 更令大家印象深刻
。回程行經菓子溝大橋時，既使行遍世界各處的團員們， 也禁
不住嘖嘖稱奇工程的偉大艱險，同時為中華民族感到無比的驕
傲 。九月二十三日傍晚，前往伊犁大橋觀賞了落日之美，最後
一天，九月二十四日前往塞里木湖遊覽及薰衣草花園和中國大陸
最西的口岸、亞歐窗口、中亞之門的霍爾果斯，也為北美洲台親
會今年的"促進兩岸和文化交流之旅"圓滿的畫下了句點。團員們
相約著明年二O一七年一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召開的年會
再見！九月二十九日下午總會長梁義大和秘書長陳恬璧還專程前
往在北京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親向黃志賢副主席和
潘新洋部長對本會"2016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的支持表達致
謝之意！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2016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記實

前副總統吳敦義先生(右6)與參訪團合影

中國國民黨洪秀柱主席(中)梁義大(右)陳恬璧(左)

華僑協會總會黃海龍理事長(前排左5)梁義大會長(前排左4)與理監
事及團員合影



B2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法治天地

"老賴"受限：僧錯過佛事活動
兒沒見母最後一面

黑龙江省各级法院录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达 16.7 万人次，共限制

失信被执行人购买飞机票 96045 次/

5416 人、列 车软卧 14080 次 /5466

人，限制出境600余人次，通过全省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市场准入和任职资格限制 1045

次，有 1.3万余人因受到惩戒而主动

履行法律义务，有1名人大代表被免

去代表资格。今天，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近期黑龙江省各级法院打击失信违

法行为的典型案例。

出门没法坐飞机高铁，国出不

去，贷款办不下来，许多合作多年

的生意伙伴也都纷纷终止合作，因

欠债不还，黑龙江的“老赖”们正

遭遇着“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窘迫局面。

欠债不还被限制坐飞机高铁 男

子遗憾错过母子最后一面

张某与胡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经黑龙江省北安农垦法院(以下简称

北安农垦法院)判决，被告胡某于

2015年 11月 24日前一次性给付原告

张某人民币5.8万元。

由于胡某在履行期限届满后未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张某于

2016年 6月 1日向北安农垦法院申请

执行。北安农垦法院于当日立案执

行后，依法向胡某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但胡某拒不履行并外出逃

避法律义务。北安农垦法院依法将

胡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8月17日，胡某主动找到北安农

垦法院执行局，要求立即一次性给

付张某人民币 5.8万元。经法院工作

人员了解，原来胡某在广州打工期

间，因母亲病危，胡某当晚欲购买

广州至哈尔滨的机票时，白云机场

拒绝向其售票，胡某又前往广州火

车站购买高铁火车票时再次被拒。

胡某在向铁路派出所咨询后得知，

因其被法院列入失信“黑名单”，

无法购买机票、高铁车票及软卧车

票，只能乘坐普通快车或客车。胡

某因未见其母最后一面，对自己的

行为十分懊悔。在处理完母亲的丧

事后，8月17日，胡某主动联系北安

农垦法院执行人员，将 5.8万元欠款

一次性履行完毕。

胡某表示，由于自己的过错带

来了一生的遗憾，保证以后要做一

名懂法、守法的公民。

僧人因欠债被限制坐高铁 错过

佛事活动主动还债

王某与李某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一案，经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集贤县法院)判令，被告李

某向原告王某支付借款本息共计 9.4

万元。

因被告李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一直下落不明，王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集贤县法

院立案后，执行人员经向李某的子

女及亲属调查，均称不知其下落，

且被执行人李某名下无房屋、车辆、

存款等可供执行的财产。2016年3月

15日，集贤县法院依法将被执行人

李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6年7月，被执行人李某委托

其亲属联系集贤县法院，称李某已

于2014年5月出家为僧，2016年7月，

李某所在的寺庙组织部分僧人去上

海参加佛事活动，因李某已被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限制购买飞

机和高铁票，无法参加佛事活动，

故委托其亲属与集贤县法院联系，

要求向王某支付全部欠款，并请求

法院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

除。后李某将全部欠款一次性支付

给王某，并取得了王某的谅解，集

贤县法院依法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中删除，对李某购买机票和高

铁车票的限制随即被取消。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众生

意伙伴纷纷终止合作

孙某与林某、于某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

市人民法院调解结案，被告林某、

于某应于 2013年 12月 30日前给付原

告孙某18.72万元。

调解书生效后，被告林某、于

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孙某向五大连池市法院申请执

行。五大连池市法院立案执行后，

向被执行人林某、于某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可被执行人林某、于某一

直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在调解书

确定的最后履行期限届满后，被执

行人林某、于某仍未履行给付义务。

五大连池市法院经调查发现，被执

行人林某、于某已到外地工作，且无

法查找到被执行人下落。五大连池

市法院依法将被执行人林某、于某纳

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公布。

因林某、于某在外地做生意，

经常需要往返各地洽谈业务，失信

信息公开发布后，林某、于某不仅，

无法购买高铁车票和飞机票，出行

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许多生意合作

伙伴在了解到他们是失信被执行人

后，渐渐对他们敬而远之，甚至一

些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都与他们终

止了合作。面对事业和生活的双重

窘境，林某、于某主动与五大连池

市法院取得联系，要求与申请执行

人孙某协商，达成和解。经五大连

池市法院主持和解，林某、于某一

次性给付了全部欠款。

欠下 20万借款不还被限制出境

去韩国打工计划泡汤

王某与南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经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密山市法院)判令，被告南某给付原

告王某借款 20万元，利息自 2003年

5月6日起按每月1.5分计算至还清，

并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付清。

因南某未在判决书确定的期限

内履行义务，王某于 2004 年 5 月 25

日向密山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密

山市法院经多次查找，被执行人南

某既无银行存款，也无其他可供执

行财产，且下落不明，使执行工作

一度陷入停滞。2015 年 8 月 31 日，

密山市法院依法将被执行人南某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使南某在贷

款融资、工商注册、出境出行等方

面受到全方位限制。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

南某准备去南韩打工，但因法院已

向省边防总队提交了《边控对象通

知书》等法律手续，对南某依法采

取了限制出境措施，故南某去南韩

打工的想法落空。南某不得不委托

律师与申请人王某达成和解，并一

次性给付了欠款 20万元，密山市法

院随后将南某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中删除。

犯罪團夥上演苦肉計：
碰瓷者自斷手指後訛詐
为达到碰瓷的目的，

一犯罪团伙上演苦肉计，

碰瓷者不惜先敲断自己的

手指，在碰瓷时再谎称是

在擦剐中受伤，趁机要求

“肇事者”赔偿。近日，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该团伙成员曾

某、金某批准逮捕。

碰瓷讹诈，骗得 3500

元医疗费

今年 8月 5日下午，家

住巴南区的胡某开着电动

三轮车在鱼洞巴县大道上

正常行驶，不知什么时候

车边突然出现了一辆自行

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电动三轮车就与那辆自行

车发生了擦剐。

胡某赶紧停车查看情

况，发现骑自行车的男子

一直捂着手说疼，并要求

去医院检查。胡某只好带

着他去医院。经医生诊

断 ，骑自行车的男子曾

某右手食指骨折，预计需

要医疗费 6000 元。就在

这 时 ， 曾某的“亲戚”

来到了医院，要求胡某赔

偿医疗费，否则就不会罢

休。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胡某只好自认倒霉，与曾

某签订完赔偿协议后，赔

偿了曾某3500元。

故伎重演，得手后骑

车被识破

8月 6日下午，张某和

妻子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

在回家的路上，一名骑自

行车的男子突然冲进车道，

并倒在张某的三轮车右边。

张某赶紧停车查看，只见

该男子倒在三轮车边，看

上去很痛苦。张某夫妇将

该男子扶到路边后，该男

子称手指受伤了，并拨打

了 110 和 120。随后，该男

子被送往医院。到医院后，

该男子突然向张某提出私

了，赔偿费也从一开始的

600元降到 300元。张某答

应了他的要求。

事情解决完以后，张

某和妻子来到医院附近

的一个公交车站旁，等

待 “ 受伤”男子，准备

用三轮车送他回家。这

时，张某无意间发现，

那名 “ 受伤”男子不知

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

正准备骑车离开。当他

看到张某后，立即停下，

还神色慌张地解释说自

己正等出租车。

张某感觉不对劲，立

即报警。随后，这名“受

伤”男子被民警带走。经

讯问，该男子就是曾某。

他不仅承认自己对张某夫

妇实施了碰瓷诈骗，还交

代出一个碰瓷诈骗团伙。

根据曾某的供述，民警很

快抓获了其同伙金某。

不可思议，为碰瓷砸

断手指

据曾某交代，今年7月，

他在贵州老家接到朋友

“钱尾巴”的电话，邀他

来广东从事碰瓷诈骗的勾

当，并声称干这个来钱很

容易。曾某经不起诱惑，

随后坐火车到了广州，与

“钱尾巴”、王某、“大

洋”（三人均另案处理）

和金某见面。

“开始的几天里，他

们教我碰瓷诈骗的方法，

经过三四天培训后，王某

告诉我，碰瓷的时候要把

自己的手指弄断才有可信

度。我虽然觉得这么做肯

定很痛苦，但当时身上没

钱，就答应了。”曾某说。

就这样，囊中羞涩的

曾某在广州的一条马路边

开始了自己的“首碰”。

据他交代，当时是“钱尾

巴”用砖刀将他右手的食

指敲骨折，之后，他没有

去医院处理，而是强忍着

疼痛，和同伙一起四处寻

找目标行骗。由于曾某没

有经验，好几天都没有干

成一单。接下来的近两个

月里，他在其他几名同伙

的带领下，辗转广东、重

庆、贵州等地，共实施碰

瓷诈骗7回。

跨省作案，团伙里分

工明确

除自断手指外，该碰

瓷团伙每次行动都会进行

内部分工，由王某、金某

驾驶汽车在路上物色目标，

曾某骑自行车尾随其后。当

王某发现“目标”后，就

会按一声喇叭，曾某立马

会意，迅速骑车扑向目标

车辆并摔倒在地。

为了造成实质性的损

伤以得到经济赔偿，事先

已敲断手指的曾某在现场

伪装成手指是在事故中受

伤的模样，要求去医院检

查。此时，在碰瓷现场的

不远处，他的同伙正密切

关注着事态发展，只要碰

瓷对象同意去医院，王某、

金某等人就会尾随前往，

并假装成曾某的“亲戚朋

友”找对方讨说法，要赔

偿，讨价还价。如果对方

不同意去医院，他们也会

凑过来，帮曾某向对方施

压，以达到碰瓷目的。

承办此案的巴南区检

察院检察官提醒市民，日

常出行时，应遵守交通规

则，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

要选择报警，碰瓷的人往

往害怕警方介入。其次，

要注意保护现场，及时留

下关键性证据，有条件的

情况下最好安装行车记录

仪，以便在没有监控的情

况下自证清白。此外，发

生事故后不要慌乱，冷静

分析事发经过，不要轻易

答应私了，最好及时通知

保险公司，这样既方便理

赔，又能使碰瓷的人自露

马脚。

星期一 2016年10月24日 Monday, October 24, 2016 B7人在美國

美國華人首次攜槍大遊行抗議煽動搶劫華人歌曲

国际在线消息：当地时间10月

15日，来自美东地区的约两千名华

人在美国第五大城市费城举行了

“反暴力，要安全”的维权大游

行，呼吁民众团结起来，以合法方

式争取自身利益与安全不受侵害。

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参加游

行的华裔以及活动组织者。

2000华人高喊“反暴力、要

安全”

此次维权大游行主要是抗议

近来不断增加的针对华裔的暴力

行为以及嘻哈歌手YG煽动抢劫

华裔的歌曲在网络上的公开传

播。参加游行的民众有费城当地

华人，还有从纽约、新泽西州、

特拉华州等地赶来声援的华裔民

众。游行活动由亚裔维权大联

盟、大费城福建同乡会、大费城

华人联合会、大费城华人餐馆协

会等华裔社团组成的“10.15组织

小组”组织。

当地时间 15 日 11 点半，约

两千民众聚集在费城市政府大楼

广场，随后游行队伍从广场游行

两英里至中国城，游行者们高举

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坚决反

对暴力”，“抗议把华人作为暴

力和抢劫的目标”，“让孩子远

离暴力文化”。民众高呼“不要

抢劫”、“不要犯罪”、“要安

全”、“反暴力”等口号。

在美国生活20多年的陈彩秋

15日专门从纽约赶到费城参加游

行。谈到参加游行的感受时，他

对国际在线记者说：“华人勤奋

善良，与人和睦相处，不该被视

为软弱可欺，惨遭不公平对待。

参与反暴力、要公平游行示威，

是为了展示弱者需要发出声音，

任何暴力都会受到法律严惩。”

陈彩秋说，当过往民众得知

华人所受的伤害后，也都表示同

情，给予支持。

南加州律师华强向记者强

调：“参加游行的人都必须明

确，此次游行是为了反对暴力文

化和暴力行为，不针对其他族

裔，不涉及党派之争，华裔希望

能够联合执法部门和其他族裔共

同反对暴力文化和行为。”

嘻哈歌曲煽动抢劫华人惹众

怒

近来，YouTube 上一首名叫

“遇见劫匪(Meet the Flockers)”

的嘻哈歌曲因公然鼓动针对华裔

的抢劫以及盗窃等犯罪行为在美

国华人圈引起强烈愤慨。歌曲由

非洲裔饶舌歌手YG创作，歌词

详细地描述了如何到华人居住地

进行偷窃的具体过程，MV更是

还原了犯罪现场。该歌曲的创作

者YG定于 10月 15日于费城举行

演唱会，消息一出便在华人社区

掀起轩然大波。

此外，近年来，针对华裔的

犯罪现象特别是暴力抢劫事件呈

上升趋势。南加州律师华强此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

大费城地区已经有近百起针对华

裔的刑事犯罪抢劫案件，仅在 9

月份就有多起抢劫。另外，休斯

顿、南加州、纽约、新泽西等华

人社区也有很多抢劫案件发生。

在华裔频频遭抢的背景下，

对于这首歌公然鼓动针对华裔犯

罪的歌曲，美国华人除了愤怒之

外，更多的是焦虑、恐惧与不安。

在法拉盛经营餐馆的黄先生

曾两次遭遇非裔入室盗窃，在接

受美国《侨报》采访时，他表示

听到《遇见劫匪》后感觉就是噩

梦重现。

“这首歌简直就是仇恨犯

罪，让非裔瞄准华人下手。歌里

说华人有钱不爱存银行，这对于

犯罪分子来说就是天大的诱惑。

我就怕越来越多的非裔年轻人听

了这首歌就会走上犯罪之路，”

黄先生告诉《侨报》记者。

而此前，美籍华裔女子陈凤

珠持枪勇斗入室劫匪的事迹在华

人社区广泛传播，更是激励民众

奋起保护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决心。

华裔首次公开携枪游行反暴

力

同日的游行队伍中，还有一

支大约由 150人组成的公开携枪

游行队伍，其中约50人携枪，这

支游行队伍由大费城华人枪友会

组织。枪友会携枪队员均挂出拥

枪许可，并在枪上插有黄色“空

膛旗”，每人手举反对暴力犯罪

的标语牌。

大费城华人枪友会委员、此

次公开携枪游行组织者之一李然

告诉国际在线记者：“这大概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亚裔（华人是一

定的）公开携枪游行。”

李然说，选择公开携枪游行的

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向那些把华人

当作肥羊的人一个信息——我们是

武装起来的，我们坚决反抗针对华

人的犯罪；二是希望让华人同胞明

白，作为守法公民，我们可以用合

法的手段来保卫自己。

对于一些质疑公开携枪游行

是否会损害在美华人形象的声

音，李然回应称，在美国，公开

携枪在40多个州都是合法的，公

开携枪游行表达政治诉求是非常

正常的事情。

律师华强也向记者表示，当

天的携枪游行队伍很理智、很克

制，他们都是空膛游行，游行的

过程中枪头朝下，还插着黄色

“空膛旗”避免误解。这表明，

携枪只是传达“为了正当防卫，

并非以暴制暴”示威信息的一种

手段。

据李然介绍，路上的美国民

众都认为公开携枪游行很正常，

并不会感到诧异，警察对携枪游

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华人遵

纪守法是人人都知道的。当天还

有好多非洲裔和美国白人也在现

场支持活动，因为他们也是暴力

犯罪的受害者。

费城中餐业主刘世英也是游

行队伍中的一员，曾是暴力犯罪

受害者的她接受美国世界新闻网

采访时表示：“很多人把拥枪和

暴力相关联，这其实是误解。合

法拥枪是为了自卫，真正危急关

头，枪是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

携枪游行凸显华裔维权意识

觉醒

华强表示，“挺梁运动”和

“10.15”维权大游行都表明华裔

维权意识的觉醒，这两次维权运

动规模大，影响深远。

今年 2月 20日，数万名华裔

在全美超过35个城市展开同步抗

议游行，声援纽约华裔警员梁彼

得，也称“挺梁运动”。组织者

称那次游行参加人数超过十万，

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华裔游

行。

YG 事件出来之后，华裔民

众在白宫请愿网站We the People

发起请愿，抗议非裔歌手YG鼓

动实施针对抢劫华人的抢劫，截

至目前，该网站迄今已收集到超

过10万个签名。按照美国的相关

规定，签名人数达到10万人，白

宫就要就请愿进行回复。

与此同时，众多民众也在

YouTube 视频网站对该歌曲进行

举报与投诉。 以华强为代表的

华人社团致信谷歌公司高级副总

裁兼总法律顾问肯特 · 沃克，敦

促谷歌和YouTube审查并立即从

YouTube网站删除“遇见劫匪”。

而此次为抗议专门针对华人

的抢劫与伤害，声讨教唆抢劫华

人的嘻哈歌曲，华人再次走上街

头，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奔走呼

号，向主流社会发出呐喊。

华强认为华裔维权意识的觉醒

原因有二：一是新移民对于华裔遭

受的不公敢于发声，敢说敢做。二

是现在正值大选年，人们迫切地想

让下一任总统听到华人的声音。华

强希望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小组经

理能够就华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

全问题给出正面回复。

华裔在美国要做主人而非仆

人

随着华人在美维权运动的进一

步展开，如何提高华人在美国的政

治地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华强希望维权运动能够让华

人在未来明确自己在美国社会中

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华人要

在美国社会扮演什么角色。

她表示，华人要树立全局

观，不要只关注一人或一家利益。

要积极参与政治事务；要主动帮

助华人，无私奉献，让主流社会

接受华人；要做社会的引导者和

参与者，要做主人而非仆人。

针对 2月份的“挺梁”维权

游行，自由撰稿人章文雄曾在英

国广播公司上发表文章提到：

“亚裔在政治上的低能见度和低

存在感在美国并不是秘密。无论

此次游行的诉求为何，这样的游

行对于亚裔尤其是华裔来说却是

十分必要的。这也许是改变亚裔

长期在政治上被动、低活跃度和

影响力有限的一个起点。”

章文雄认为，现在的亚裔游

行中出现的政治诉求偏差，乃至

错误，都是不足为惧的；现在的

意见和分歧都是提供更多思考、

寻求更多社会支持的起点。但

是，亚裔群体不能缺少的，是行

动和改变的勇气。也许这一次的

游行（“挺梁”游行），就是引

燃亚裔族群意识的最好契机。和

既定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

恰恰是证明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

亚裔维权大联盟召集人钟承

楚、罗维宗在 10 月 10 日举行的

一次记者会上发言时表示，华人

万里迢迢来到美国，因为没有政

治力量，常常被别人欺负。以前

有梁彼得事件，现在有 YG 事

件。所以投票就显得非常重要。

他们呼吁侨胞在 10 月 14 日之前

一定去做选民登记，只有这样才

能表达华人的力量，否则主流社

会根本不会注意到华人的存在。

曝光郵件:
希拉裏團隊求克林頓取消撈金演講

“维基揭秘”网站14日最新

公布的一批电子邮件显示，去

年 4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 · 克林顿宣布再次角逐

总统职位前夕，她的竞选团队

请求希拉里的丈夫、美国前总统

比尔· 克林顿取消对华尔街人士

的一场收费演讲，原因是演讲

将不利于希拉里博取选民好感。

希拉里起初不希望丈夫放

弃这次吸金机会，但为登上总

统宝座，最终认同取消演讲是

正确的做法。

这批邮件是希拉里竞选团

队主席约翰· 波德斯塔所保存电

邮的一部分。邮件显示，按照

计划，克林顿应在2015年4月向

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高管演

讲，而希拉里在演讲前几天会

宣布参选总统。

竞选团队经理罗比 · 穆克

在去年 3月 11日的一封邮件里

谈到，克林顿的这次演讲将不

利于希拉里的竞选，“会招来

糟糕的开场”。

穆克稍后在一封邮件中说，

他“强烈”认为，克林顿的这

次演讲将是“错误”，严重妨

碍希拉里选战。他在一封邮件

中写道，他意识到取消收益颇

丰的演讲会让克林顿夫妇失

望，“但这个非受迫性失误会

产生严重后果，可能让我们几

个月都陷在（负面）报道中”。

希拉里宣布参选后，将在

艾奥瓦州举行党内初选首场拉

票活动。穆克说，相比其他州，

艾奥瓦州选民“对华尔街的看

法糟得多”。他举例道，在名

为“哪个机构平日占美国人的

便宜最多”的调查中，华尔街

在艾奥瓦州人的答案中位列第

一，“我认为这非同小可”。

希拉里的助手胡玛 · 阿贝

丁次日回复穆克说，希拉里对

取消演讲没意见，特别是如果

丈夫同意，她“只是需要一段

时间冷静下来”。

克林顿夫妇收费演讲是本

次总统竞选中受关注话题，其

中希拉里以个人名义面向华尔

街精英的收费演讲最受争议。

希拉里填报的财务文件显示，

在她宣布参选前，她通过演讲

所获得的收入共计150万美元。

希拉里竞选团队未公布过

她的演讲内容。从曝光邮件中

提及的演讲内容片段来看，她

曾说，在看待问题时，“政治

家有时需要有公开和私下两种

立场”。而“不老实”，正是

竞选对手唐纳德 · 特朗普着力

对她发起攻击的一点。

就被曝光的邮件，希拉里

的发言人珍妮弗 · 帕尔米耶里

14 日回应说，竞选团队已采

取预防措施，确保往来邮件的

安全。当被问及为何不索性公

布波德斯塔全部邮件内容时，

她称：“这是俄罗斯人希望看

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做”。

“维基揭秘”已先后 7次

曝光波德斯塔邮箱中邮件，总

数超过 1万封。希拉里团队认

定俄罗斯是邮件泄露的“幕后

黑手”，俄方坚决否认。

美國高中生畢業率創紀錄
奧巴馬表示祝賀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10 月 18

日报道，美国白宫17日宣布，美国

2014-2015 学年的高中生毕业率达

83.2%，创下历史新高。奥巴马对

此消息表示祝贺。

美国公立学校 K-12 年级，即

幼儿园到高中均采免学费政策，

鼓励学生至少念到高中毕业。白

宫 17 日引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

心的数据称，美国上个学年度的

高中毕业率出现明显改善，不管

是从学生的族裔分类或从家庭收

入分类，每个群体的毕业率都比前

一个学年提高。

美国总统奥巴马17日早上特地

造访位于华盛顿的班哲明班奈克高

中 (Benjamin Banneker Academic

High School)，鼓励学生继续升学。

奥巴马表示：“你们要了解到不管

你看起来如何、你来自何方、有什

么信仰以及是何性别，都应享有成

功的绝佳机会，而这个机会需自己

努力去争取。”

这已经是奥巴马第二次访问该

学校。该学校的高中生毕业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为100%。

以族裔来区分，2014-2015学年

度高中毕业率以白人学生最高，达

87.6%;非洲裔学生为74.6%、拉美裔

学生为77.8%、美国原住民为71.6%

，但这份数据并未列出亚裔学生的

高中毕业率。

此外，奥巴马认为联邦和州政

府还要做更多，来改善教育及对于

高等教育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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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大千世界

美男孩得知生母
死于吸毒過量泣不成聲引人唏噓

美国俄亥俄州的男子布雷顿•

比克斯塔夫克拉克 (Brenden Bicker-

staff-Clark)近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走红

网络，该视频记录了其8岁的儿子卡

梅伦(Cameron)在得知生母死讯后泣

不成声的全过程，叫人唏嘘不已，而

该男子这一行为也引发了公众的热

烈讨论。

男孩卡梅伦的生母死于过量吸

食海洛因，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

他的父亲布雷顿让朋友录下了他向

儿子解释其母亲死因的全过程，随

后，他将这段视频发布到了“脸谱”

网，并表示自己也曾经历过 94天的

戒毒期，他希望这段视频能够提高

公众意识，挽救因毒品问题而濒临

破碎的家庭。

目前，该视频在YouTube上的播

放量已超过1400万次，在“脸谱”网

上的播放量也高达 2400万次，不少

网友对布雷顿的行为表示反对，认

为他无权将自己儿子的伤痛暴露给

大众。对此，他表示其初衷只是想

引起公众重视。

在该父子所在的扬斯敦市，滥

用海洛因早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据悉，在 2015年，25岁的凯拉•邓

普西(Kayla Dempsey)就曾因吸食海洛

因成瘾，主动要求当地法官将她关

押到监狱来帮助她戒毒。

在美国，滥用毒品的人数20年来

一直居高不下，类似的事件时有发

生。前不久，一个女孩通过网络直

播父母在家中聚众吸食海洛因;近日，

有路人目睹了一对夫妇因吸毒而昏

厥在路边。而近期最让人震惊的一

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因吸毒发生昏

迷，独留 4岁的幼童在车厢内无人照

看，该事件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重视，

相关当事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澳男子挑戰世界最辣辣椒
過程讓人痛不欲生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男子肖恩•

卡尔弗(Sean Calver)用视频记录下了

自己狼吞虎咽吃下四个世界最辣辣

椒，辣到呼吸困难，痛不欲生，猛

喝过期酸奶才得以缓解痛苦的过程。

视频中，卡尔弗在吃红色魔鬼

椒前还大嚼着黄色的特立尼达蝎子

椒，淡定自如。但在连皮带籽吞下

最后一个魔鬼椒后，就开始飙汗，

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他眼里噙着

泪，两颊涨得通红，痛饮啤酒都无

法缓解嘴巴和喉咙里的灼热感。

自称“红辣胡萝卜”的卡尔弗

明显很痛苦。他擦去额头上的汗

水，痛苦地解开衬衫领扣，钳住脖

子对着镜头呻吟：“我的喉咙，扁

桃体好疼!我的耳朵好疼!”他躺在床

上，疼得直打滚，喊道：“天啊，

我的胃要完了!我的头要炸了!”

脱掉衣服后，他还让朋友拍下

自己不懂如何“缓解”喉咙的灼热

痛感蔓延的特技。尽管卡尔弗喝了

很多酸奶，灼热感仍在嘴里蔓延。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他还在颤抖。他

几乎不能说话

了，只含糊地让

朋友去拿更多酸

奶。他打开第二

罐，吃了几口后

发现过期十天都

变质了。别无选

择的他只能赶快

吞下去，接着再

吃第三罐。期间

还抱怨酸奶过期

问题。但之后随

着灼热感逐渐消退，他告诉朋友，

感觉“太棒了”，“真为自己感到骄

傲”。

卡尔弗吃的是两个魔鬼椒和两

个特立尼达蝎子椒。这两种辣椒都

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度是墨西

哥胡椒的 400多倍。其中，魔鬼椒曾

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其包含的斯

高威尔单位值超过100多万。

罕見！英男子高空跳傘
幸運抓拍到圓形彩虹

近日，英国一名男子

在首次跳伞时竟幸运偶遇

了极其罕见的圆形彩虹，

并用相机拍下了这美到窒

息的瞬间。

这组不可思议的图片

由安东尼•基林 (Anthony

Killeen)在新西兰的群岛湾

上空进行自由降落时拍

摄，记录了他和教练穿过

罕见圆形彩虹的瞬间。这

是科林第一次尝试跳伞，

竟幸运地看到了这个令人

惊叹的光学现象。在下方

美丽小岛的衬托下，色彩

缤纷的圆形彩虹更加熠熠

生辉，令人惊叹。

其实彩虹本身就是圆

形的，但通常在地面只能

看到彩虹的一半。捕捉一

个完整的圆形彩虹需要拍

摄者占据有利位置和碰到

绝佳时机。

基林说：“这个场面

让我无比惊叹，在穿过云

层的那一刻，我意外瞥见了

彩虹，而几秒钟内教练就拉

开了降落伞。彩虹在我周

围环绕了几秒钟，我便疯

狂地拿起相机捕捉了许多

画面。这种感觉无可比拟，

我想我再也不会有这样完

美的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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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新

闻，非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

成功莫属。

飞船于 17 日早晨 7:30 分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天凌

晨3时31分，与天宫二号顺利交会

对接，形成组合体。这是中国航天

的又一历史性时刻。

鲜为人知的是，在掌声背后，

还有一群人为神舟问天做出了默默

无闻的贡献，那就是广大民航工作

者和旅客。

在神舟飞船向太空冲刺的 20

分钟里，如果你能够查看空管雷

达，就会发现，从内蒙古西部到

山东江苏交界的黄海之滨，我国民

航客机规整地“让”出了一条巨大

通道，而通道中央，就是神舟十一

号拔地而起，造访天宫的轨迹。

为什么民航客机要为飞船“让

路”？

飞船搭乘运载火箭奔向太空，

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会逐级抛弃内

部燃料用尽的助推器和箭体，以

及整流罩和逃逸塔等部件，以减轻

重量帮助加速。

此外，飞船还可能因为故障而

紧急着陆。这种情况下，在火箭下

方飞行的民航机就有被击中的风

险。即便不被击中，民航机也可

能干扰观测和救援。

因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火

箭飞行路线周边必须净空。

据统计，当天单单华北区域就

有 231架次航班为了神舟发射而调

整时刻。在这里，小编作为一名航

空航天爱好者，向为此付出额外劳

动的民航员工，以及对此谅解的乘

客道一声：“谢谢！”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航班可

以躲避火箭，地面上的人员、物资

呢？

他们也有相应避险措施。

火箭发射，一般都会安排在人

烟比较稀少的地区抛落助推器等大

型部件；

此外，部件坠落区域的村

镇，常提前把居民集中到安全开

阔的区域避险，那里有专人瞭望天

空，一旦发现掉落物，会立刻组织

躲避；

而对于被坠落航天器毁坏的财

物，国家将进行赔偿。

目前，除了前面提到的酒泉，

我国还拥有太原和西昌两个内陆航

天发射中心。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常发射太阳

同步轨道卫星，这类卫星向偏西方

向飞行，“追逐”太阳前进，因而

卫星下方的光照条件总是类似的，

有利于气象、大地测绘等用途的光

学观测。这是一次这类发射的火箭

飞行轨迹，根据公开资料在百度地

图上标注而成（里程为系统自带数

据，无意义）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常发射地球

同步轨道通信和导航卫星，以及中

轨道导航卫星。这是 2次朝向不同

的发射，根据公开资料在百度地图

上标注而成（里程为系统自带数

据，无意义）

当然，再怎么预防，火箭从陆

地上空飞过，总还是有一定风险

的。如果飞行路线大部分位于海

上，危险就小得多。

正因为如此（以及其它一些因

素），我国最新的航天发射场选址

海南文昌。文昌从东北到西南，面

向的都是广阔海洋，而且周边民航

飞行相对较少，航天发射对空中交

通和地面的影响大大减小。

文昌航天发射场面对广阔的海

洋，航天发射对地面影响较少，

只需避开个别岛屿即可（由百度地

图标注而成；里程为系统自带数

据，无意义）

2016年6月25日，文昌发射场

首次投入使用，成功发射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可以预见，未来那里将

成为我国航天发射的重要阵地。

发展航天技术十分重要，而最

大程度实现航天、航空（飞机）和地

面人员财物的三方共赢，也是人们

不懈追求的目标。

感谢为神舟做出贡献的每一个

人！

數說中國流動人口：規模超2.4億
逾7成集中在東部

每 6个中国人中就有 1个在“流

动”、新生代占比过半、……19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

发展报告2016》，一组组数据的背后

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给普通人生活

带来的巨大改变。

全国有多少流动人口？

——每 6 个中国人中有 1 个在

“流动”

《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

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占总人数

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

动人口。

《报告》分析称，未来一二十

年，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

进程，2020年中国仍有 2亿以上的流

动人口。

“十三五”时期，人口继续向沿

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

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

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流动农民工比重

明显增加。

谁是流动人口“主力”？

——新生代占比过半

《报告》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

占比持续提高，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

明显上升。2013年调查的务工经商的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1980年及以后

出生的新生代占 48.8%，其中“90

后”占11.2%。

2015年相应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

中，新生代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为

51.1%，“90后”相应比例为12.3%。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

呈上升趋势，且老化速度快于全国人

口。2013 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27.9岁，2015年为29.3岁，增加了1.4

岁。

另外，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9.3年，“80后”流动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9.8年。相比2013年(流动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2年，“80

后”受教育年限为 9.6年)，中国流动

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

流动人口流向哪？

——超7成流动人口在东部

从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看，2013

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

口的比例为 75.7% ，西部地区为

14.9%； 2015 年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74.7%、16.6%。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

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但占比有所下

降，而西部地区占比有所增长。

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

为主，2013年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

的比例为 88.2%，2015年相应的比例

有所降低，但仍达到87.7%。

流动人口在外“漂”多久？

——平均4.4年

《报告》称，2013年数据显示，

流动人口平均在外流动时间为 4.36

年，2015年相应数据则为4.40年。

《报告》分析称，就流动时间而

言，流动人口依旧保持着流动的稳定

性，同时因 2013 年与 2015 年的数据

相差甚微，或可说明流动人口群体也

在持续进行着内部成员的更替，不断

有新的人口加入流动、现有的流动人

口结束流动。

流动人口收入如何？

——平均月收入超4500元

数据显示，2015年流动人口平均

月收入 4598 元，相比 2013 年、2014

年同期分别增长34.0%和19.0%。

雇员平均月收入为 4031 元，较

2013年的3133元有明显增长。其中，

男性雇员平均月收入为 4504 元，女

性为 3441 元；农业户口雇员平均月

收入为3705元，非农业为5697元。

另外，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集中

在 2000~5000 元 范 围 ， 占 比 为

65.40%，其中，3000~5000 元收入范

围 内 的 流 动 人 口 比 例 最 高 ， 为

34.93%。而收入分布在8000元以上范

围人口比例仅为5.38%。

值得一提的是，人口流出对家庭

经济收入的贡献较为明显。《报告》

分析称，有成员外出家庭的人均年收

入为 18414元，比无人

外出家庭高4998元。

人口流出造成啥

问题？

——农村留守儿

童、留守老人普遍存在

人口流出带来的

一大社会问题就是留

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普

遍存在。2015年12月~

2016年1月，国家卫生

计生委在河北、辽宁、

吉林、黑龙江、江苏、

浙江、安徽、河南、广

东和四川等 10个典型省份开展了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由于外出

打工等原因，父亲或母亲至少一方跨

县外出的 0~17 岁居住在户籍地的儿

童)占农村儿童总体的35.6%。其中安

徽、河南、四川跨省流出集中地区留

守儿童比例较高，达到了 43.8%。另

外，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也导致留守

老人的出现，留守老人占老人总体数

量的31.8%。

——加剧农村的婚姻挤压

“人口外出改变了适婚人口的构

成，特别是大龄未婚现象突出。”

《报告》称，农村 35岁及以上未婚

比例为 2%，且性别差异明显，男女

未婚比例分别为3.9%和0.2%。

报告分析称，由于女性择偶的向

上选择倾向和婚姻成本日益增高，农

村大龄未婚男性比其他男性更容易被

排除在婚姻之外。

此外，出生性别比失衡累计效果

造成同龄适婚女性短缺，条件较差的

农村男性往往成为婚姻梯度挤压的最

终承担者，导致部分农村地区一些大

龄男性因择偶困难，被迫未婚甚至终

身不婚。

——存在土地撂荒现象

调查显示，农村整户外出家庭住

房处理以闲置为主，占 75.2%，亲属

看管或居住的占 17.9%，4.2%的住房

已经坍塌，出租占 1.9%。这其中，

东北地区房屋闲置比例最高，为

82.2%，安徽、河南、四川等跨省流

出集中地区为72.9%。

另外，42.9%的外出家庭承包地

是亲 朋 耕 种 ， 转 租 给 私 人 的 占

24.0%，而撂荒的占到8.6%

百余澳門青年將重走
長征路激勵愛國愛澳情懷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

“澳门青年纪念长征活动”启动仪式１

９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百余澳门青年

将沿当年红军脚步重走长征路，以发扬

长征精神、认识国情，并激励爱国爱澳

的情怀。

据了解，共有１２０名澳门各界青年

代表参加此次活动。活动路线分为三路：

第一路首先抵达福建，参观古田会议会

址，感受红军的成长；第二路将赴贵州，

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并追寻四渡赤水足迹，

感受长征的艰辛；第三路从宁夏出发，重

踏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道高山，抵达西

安后与其他两路会师于延安。

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莫志伟在活动启

动仪式上表示，长征的历史留在每个中国

人的心中，激励着中国人坚定前进。我们

要弘扬长征精神、加深对国情的认识，激

励爱国爱澳的情怀，为国家实现“两个一

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薛晓峰、澳门特区

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局长梁励、澳门基金会

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钟怡，分别为三路活动

的青年代表授旗。

本次活动由澳门青年联合会主办，得

到了澳门中联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

会等单位的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出席了活动启动仪式。

學習中國曆史是
香港學生的權利和義務
日前，香港民建联公布的一项调查显

示，近八成受访者认为香港学校应该在初

中阶段加强中国历史教育，由此可以推测

出，目前香港初中学生所接受的中国历史

教育是不够的。该项调查的另一个结果也

验证了该推测：近七成受访市民认为，香

港初中生的中国历史知识不足。

这是一个严肃且沉重的话题。作为

一个中国人，了解、熟识中国历史，既

是权利也是义务。清代学者龚自珍说：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

灭其文化”。可见历史对于一个国家的

重要性。了解国家历史，在国族认同这

样的关键性问题上才会不迷茫，才能清

晰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从而在历史的

潮流中顺势而上；也只有了解国家历

史，才能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从而提高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推

动整个国家前进的力量。

反之，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会

导致国家意识及认同感薄弱，为历史虚

无主义所害，甚至造成对国家的误解甚

至抗拒。香港的“占中”事件以及个别

香港青年政治人物的不当言行，或多或

少也在于很多香港青少年对中国历史，

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抗

击外来侵略的历史缺乏认识，导致国家

民族观念淡薄。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出席抗战胜利七十

周年展览开幕礼时曾强调，香港市民尤其

是年轻一代应深入了解香港与国家在抗战

时期所承受的苦难，应该知道国家力量的

重要性，了解香港与国家，香港市民与全

国人民有共同命运。这样一番话，指出了

香港新一代学习历史、牢记历史以弘扬民

族精神的重要意义。

要指出的是，目前香港的初中中国历

史教育体制仍存在缺陷。自2002年起，特

区政府容许中学不须以独立科目形式教授

中国历史。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钧表

示，中国历史课程对香港青年人认识中华

民族、国家非常重要。民建联建议特区政

府，加强初中学生的中国历史教育，在初

中开设独立和必修的中国历史科。同时，

改革授课内容，以涵盖更多香港历史、香

港与内地的互动关系等内容，让学生更客

观和理性认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以及

国家近年的发展。

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香港青少

年也担负着促进“国强”的责任。只有加

强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中国历史教育，尤

其是加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教育，才能

让香港青年正确认识香港与国家、港人与

中华民族密不可分的关系，增强国家和民

族观念，弘扬民族精神，自觉地维护“一

国两制”，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从而

为实现大家共同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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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看到真實的你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是纽约作

家 Ellen Sturm Niz发表在美国热

门育儿网站“Parenting”上的一

篇 文 章 “9 Things YouShould

Let Your Child See YouDo(你应

该让孩子看见你做这 9件事)”，

这 9件事向孩子展示的是一个真

实而立体丰满的父母，这个真实

的你也许会犯错，也许会遇上麻

烦，也许会有点小自恋，也许会

精打细算…但正是这些真实的力

量才能传递给孩子最宝贵的经验，

才能教孩子活成一个真实的人。

1、看到你哭泣

让孩子知道遇到伤心事情时

可以这样释放，以及释放后依然

可以坚强地面对明天。

有早教专家说，“千万不要

在孩子面前流泪”，因为哭泣的

父母会给孩子一种不安全感，也

会降低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

形象。最后还铿锵有力地总结

到，“哭没一点用，只有坚强的

父母才能造就坚强的孩子”。

不要觉得哭好像是种负面情

绪就刻意压制，因为哭并不代表

认输，也不代表不坚强，哭完

后，不是还有But…吗?偶尔在孩

子面前示下弱，这会让他看到一

个更真实的父母，也会让他明白，

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软肋，而是

失意后继续前行，哭泣后重新积

聚力量再次面对未知的明天。

2、看到你在困境中的努力

让孩子看到你在困境中是如

何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如

何调节情绪和寻求帮助的。让孩

子在你的身影中明白，努力和开

心是解决困境的杀手锏。

看过《当幸福来敲门》的人

都会说，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电

影，为什么震撼心灵呢?不就是主

人翁克里斯 · 加纳那种在困境中

努力和奋斗的精神吗?那时候朋友

欺骗他，妻子离开他，工作也丢

了，还被房东驱赶…这个穷困潦

倒的单亲爸爸将仅有的财产背在

背上，一手提着尿布，一手牵着

孩子，寄宿于收容所，在地铁的

洗手间过夜…怎么看怎么苦逼。

可是，日子虽然苦，他却没有灰

心或放弃，后来他偶然知道做证

券经纪人并不一定需要大学文

凭，只要懂数字和人际关系就可

以，于是主动去找维特证券的经

理 Jaytwistle寻求帮助，一边卖扫

描仪，一边作实习生，凭着过人

的智慧与勤恳的努力，最终迎来

幸福的敲门声。有这样一位面对

困境时不抱怨，把一切时间和精

力都用在努力克服困境上的爸

爸，我相信那个小男孩将来也会

用良好的心态来正视一切，克服

一切吧!

3、看到你对自己的欣赏

学会欣赏自己，才能把自己

变得更加强大。

卡耐基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

话：“发现你自己，你就是你。

记住，地球上没有和你一样的

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种独

特的存在。你只能以自己的方式

歌唱，只能以自己的方式绘画。”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独特的“我”，既有优点，

也有不足。而只有学会欣赏自

己，才不会在情感、职场或教育

中迷失自我和方向，而这种小自

恋也会真切地感染孩子，帮助他

们在情绪上逐渐学会独立，在任

何情况下都能悠悠自得的品味人

生，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

势和不足，在无人喝采的时候能

照样前行，而且行得更好。

4、看到你坚持运动

让孩子看到一个健康的父

母，更看到一个对自己身体负

责，有超强意志力、自控力和承

受力的父母。

坚持运动除了能让孩子看到

一个健康的你，更能看到一个有

超强意志力、自控力和承受力的

你。之前有人打趣说，永远不要

抛弃爱运动的男人，因为这意味

着他要拒绝啤酒和香烟的诱惑，

还须控制饮食，有规律的作息，

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运动强度和

汗水;也永远不要小看一个坚持运

动的女人，特别是减肥成功的女

人，这意味着她的人生已经成功

了一半，因为这意味着她有常人

不能比的毅志力和忍耐力，拒绝

掉了常人不能拒绝的美食和享乐

诱惑。的确，从表面上看，运动

是在锻炼身体，而更深的看，运

动更在锻炼人的意志力、自控力、

承受力、自信心以及养成乐观豁

达的人生态度。如果孩子能感受

到你这份坚持的可贵，并把这份

坚持的精神转移到学习或工作

上，那将成为他一生的财富!

5、看到你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是学会理财的第一

步，这会帮助孩子成为一个经济

上独立的人。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

又是独生子女，很多家长都不得

和孩子谈钱，甚至认为不应该过

早让孩子接触“铜臭”，但这些

事情孩子长大后总要接触的。前

两天去超市，一个六七岁的小女

孩拿着两包薯片问她爸爸两包的

价格分别是多少，可她爸爸却答，

“你管多少钱干嘛，想要哪包就

买哪包。”听起来很融化少女心

吧?但也丧失了让女儿学预算和理

财的机会，等她在没有金钱意识

的世界里待太久，最后变成“月

光族”、“啃老族”和“卡奴”

再叹息可就晚了。

6、看到你对另一半的爱

生活中的那些小事，就是爱

情延续的动力。

如何让孩子看到我们对另一

半的爱呢?Kiss? 不好意思，说

“我爱你”，也不好意思。其实，

爱是最不会隐身的东西，如果你

们心里彼此相爱，那么那些关于

爱信号，无论多小，孩子都能感

受到。比如朋友小V说自己的父

亲喜欢吃炒肝，母亲就经常做，

而且每次都是把材料全部备好，

听到父母的摩托车声到楼下了再立

马下锅，因为炒肝就是要刚出锅的

才好吃。再比如同事阿飞，他说以

前父母总是小吵小闹，母亲很任性

也有点凶，一次母亲把父亲气得够

呛，他就陪着父亲去河边散步，父

亲说想去自驾游，他立刻附和到，

“去吧去吧，放松一下也好。”没

想到父亲沉默了几秒又说，“还是

算了，我走了你妈自己在家多无

聊…”，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

这才是真爱啊!

7、看到你做一个志愿者

只要你向外付出爱，这个爱

它就会汩汩地流回到你心里面。

前段时间看新闻，一个苏州

的女孩高添被纽约大学阿布扎比

分校录取，还获得了 190万元奖

学金，要知道，这个学校可是全

世界录取率最低的学校之一，每

年全球仅有 0.9%的学生能够成功

进入该校，远低于哈佛大学7%的

录取率。在接受采访时她说除了

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去贵州支教

做志愿者也为她加分不少。实际

上，志愿者精神是美国大学都非

常重视的，早在十年前，美国就

有 330万的大学生志愿者，普林

斯顿的教授甚至表示，做志愿者

的行为几乎成为是否受过美国大

学教育的标志。

海森说过一句话：“只要你

向外付出爱，这个爱它就会汩汩

地流回到你心里面。”所以父母

应该去做一次志愿者，并把这种

感受告诉孩子，甚至带孩子一起

去，让那种帮助别人后源源不断

的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感受成为

你们最大的收获。

8、看到你追求精神世界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的田野。

自从有了孩子，你有没有发

现，自己的生活，甚至和闺蜜的

谈资，基本都集中在孩子琐碎的

生活问题上，比如孩子吃了什么?

拉了什么?学习好不好?今天去哪

玩得高不高兴…然后突然有一

天，我们一觉醒来，总觉得生活

少了点什么。对，这就是你的精

神世界开始枯竭的信号。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把“空

虚寂寞冷”挂在嘴边，好像生活

没有大动静就只剩下平谈无奇，

而人生本来 95%都是平淡，大约

只有5%的波澜壮阔，于是一些人

就迷失在那 95%里找不到生活的

意义了，而唯一能抵抗这种漫长

平淡的，就是一个人丰富的精神

世界。所以一个长得不好看却很

有才的男人王小波说，“一个人

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

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9、看到你坚持学习

不愿意坚持学习的人，永远

会被别人甩在后面。

学习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结

果，而是一种状态，“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无涯”，庄子早在几

千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道理，尤其

是在知识不断膨胀的今天，不同

行业在快速整合，新商业模式和

新技术不断涌现，消费人群和心

态也在发生变化…

作为父母，不管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还是兴趣爱好或是教育，

都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能量;对

于孩子，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的

世界是怎样的，但通过自己保持

一个不断学习的心态，把这种状

态潜移默化地感染给孩子，也许

就是我们给他们最强大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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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宝贝姥爷聊天，聊

着聊着就谈到宝贝的学习问题，

宝贝姥爷总的感觉，美国孩子看

着学的很多，知识面也比较广，

但貌似万金油，什么都不精。老

人家心血来潮，跟宝贝妈咪举了

一个例子：

话说宝贝姥爷是学建筑的，

手工画得一手好图，退休后返聘

到一家建筑公司，主要是检查那

里年轻工程师们的图纸。学建筑

和化工的人都知道，十几年前工

程师们画图就开始用 AutoCad 绘

图软件，根据宝贝姥爷的说法，

有了绘图软件，这些工程师只要

输入相应的参数，电脑就会给出

漂亮的图纸，比老一辈手工做图

简单多了。可问题也出在这里，

年轻的工程师们只会用电脑，建

筑学、力学原理不清楚，所以每

次都在一个位置犯错误，宝贝姥

爷指出多次，无奈人家不会手工

制图，电脑制图的基本原理也不

懂，所以每次同样的错误都需要

手工修改，

中美教育次序对比，差别显著

【美国小学孩子是玩过来的】

所以宝贝姥爷感慨：中国孩子

的基础功夫其实非常扎实，所

以小学中学，一路学得很辛苦。

而宝贝一家周围这群美国孩子，

基础知识学得既慢，又比较浅

尝辄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对比真的是一目了然。那么，

这孩子学习，到底是该向中国

孩子一样基础知识扎实，还是

该向美国娃娃一样什么都蜻蜓

点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

美国的科技却并不落后？为什

么中国孩子最累，付出的努力

与 所 得 却 不 成 比 例 ？

【中国大学孩子是玩过来的】

宝贝妈咪听了，觉得俺爹总结的

确实没错，可是又不全面。确实

国内一般是中小学阶段学习很

紧，一般进了大学毕业很容易，

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反而比较轻

松了。美国正好反过来，孩子们

小初中阶段学习较轻松，从高中

开始紧张，到了大学就更紧了。

美国大学的特点是进度快、作业

量大，淘汰率高，2008 年的统计

数据是高等院校辍学率平均 21%

左右，越是名牌大学淘汰率就越

高，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学淘汰率

达 30%。

宝贝妈咪刚来美国时，是在

一所美南比较著名的综合学校，

那里的学生真的很用功。我不认

识多少本科生，可是那里的研究

生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是常有的

事。美南的很多大学实行小学期

制，一年有三个学期，学生们每 9

周有一次阶段考试，我的两位学

MBA的朋友，经常为了做一个课

题忙到天亮。统计资料表明，一

般研究生院淘汰率在 10％~15％，

著名大学可达 30％~40％。所以在

美国各大高等院校，进来容易出

去难。

中美教育传统不同，结果天

差地别

这是宝贝妈咪自己的体会，

不一定正确。比如说，中国的

教育思想里保守成分比较多，

每个人都想做高手，于是种种

的小而精，宝贝妈咪觉得中国

人更适合做纯手工制品，比如

景泰蓝，每一件陶瓷都是独特

的艺术品，缺点呢，是不好复

制，很多精细的细节不能量化，

不适合大规模生产。所以中国

的专家们很值钱，而且水平也

确实高。可是当你需要大的工

业化的产品时，专家就不够用

了，普通人有没有这个能力去

做。而西方这些工业大国则不

一样，他们更在乎的是机械化

大工业，标准化模件，他们需

要的人才是钟罩型的，顶尖人

才是少数，他们的特点则是把

一项复杂的任务细分，分解成

无数个标准化的简单工作，然

后这些工作就由原本需要高科

技人员做的工作变成了流水线

上的工人可以做的。而且这些

简单工作生产出来的零件都是

标准 化的，所以下游的拼接人

员也不需要高科技，只要他们

懂得其中的一部分原理就好，

是不是降低了成本？

所以在美国，公立学校的教

育看似简单，因为流水线上的

工人不需要懂得那么多高深的理

论，只需要接受基础教育就够了，

就能应付平时的工作。可是他

们也有天才班，对有能力多学

一些的孩子实施英才教育，这

部分人，很可能就是将来的行

业精英，各类机械化工作的设

计者，他们和一大批流水线上的

普通工人一起，就能把弥补高科

技人员不足的问题，实现科技

成果的工业化。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也许可以

完美的说明宝贝妈咪的思路。大

家都知道中餐的菜谱写得很不量

化，如果是没有烹调经验的初学

者，手里就是拿着中餐菜谱也做

不出来厨师做的味道，至少象宝

贝妈咪这样的厨艺低手看中餐菜

谱是很头疼的，俺不明白菜谱中

的各种少许应该是多少。可是西

餐菜谱则不一样，它的每一样东

西都会告诉你精确的量，所以只

要不加错原料，一般每个人做出

来的味道都差不多。缺点当然也

很明显，就是失去了独特性。

跨学科联合，是中国需要弥

补的

宝贝妈咪在美国工作多年，

很大的感受就是美国各个学科之

间的联合很多，所以在跨学科领

域美国的发展很快。现代科技的

发展，一个人哪怕穷其一生也只

能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小方向上

有所建树，我一直在医学院工

作，发现很多医生他们的知识面

很宽，除了医学专精，其他领域

就属于那种万金油，什么都知道

一点点，但追究到所以然，就不

知道了。可是就这么宽的一点知

识面就足以让他们知道当需要到

哪些跨学科领域时，找谁合作。

宝贝妈咪参加过几次生物公

司的产品发布会，来参加会议

的人很有意思，要求也千奇百

怪，最早的时候，医学界需要

给病人样品做化验的时候需要

的试剂，就是由做物理的提供

不同光谱的彩色荧光染料，再

通过化学方法结合到生物学抗

体上，医生拿到公司里生产出

来的成品，用到病人组织切片

上染色。会场上还有医生会提

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就是这些

试剂公司回去后的科研方向，

这是一种跨学科的合作。

这样的合作，不仅需要精通

自己的专业，还要关注其他领域

的新知识新发现。宝贝妈咪周围

很有一批像我这样在国内读完书

之后出国的人，最大的感触，还

真就是我们的知识面不够宽，有

点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的感觉，除了自己的

本专业，其他方面所知非常有限

。美国大学生几乎哪一个在会议

上都可以侃侃而谈，引经据典，

而我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是活干

得不错，文献看得不多。而不了

解世界新技术的人，又能提出什

么跨学科合作的方案呢？

比较东西方教育，宝贝妈咪

觉得真的很难说哪一种教育是完

美的，可以说中美教育就像是小

说中描述的武功一样，一个善于

博采众家之长，一个专精一门，

很难说哪一门武功能够独霸天下

，但是任何一种武功练到了极致

有都是无敌的。所以宝贝妈咪倒

是觉得中国家长实在没必要只盯

着国内教育的缺陷，如何在这样

的制度下把孩子培养成有竞争力

的人才才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

么？

多數“00後”是“三少”
學生睡眠、運動、閱讀 三不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先后于 1999 年、

2005年、2010年、2015年对全国十个省（市）

进行了四次“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

2015年的调查在北京、广东、上海、山东、

辽宁、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陕西等 10

个省（市）42个区县162所中小学的小学四年

级至初中三年级进行，回收有效问卷 9360

份，其中男生 47.6%，女生 52.4%；小学生

53.1%，中学生 46.9%；城乡样本各半。“90

后”和“00后”的代际对比分别以 2005年和

2015年的调查数据为根据。

今天上午，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

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共青

团四川省委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青少

年发展论坛”在成都开幕，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在论坛上发布了这项研究成果。

今天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与 10年前相比有

什么不同？公众一直关注的孩子睡眠时间不

够、运动时间不够是否有所改善？被称为

“网络原住民”的“00后”在价值观、学习、

消费、休闲生活、媒介素养、心理、亲子关

系、同伴关系、校园环境等方面存在哪些特

征？

记者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了解到，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研究”课题组 2015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00 后”学习负担加

重，睡眠不足现象严重，学习负担从课内向

课外转移，师生关系亲密度下降，多半不会

与老师进行有深度的交往和沟通；半数“00

后”闲暇时间不足一小时，信息化休闲偏好

明显；普遍存在运动量不足，超过两成“00

后”缺乏校园安全感;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同伴

关系较差；“00后”小学生见网友更多，网

络安全意识亟待提高。

“00后”学习负担加重

睡眠不足现象严重

调查显示，“00后”在校时间和做家庭

作业时间均超过“90后”，学习负担在一定

程度上有所加重，睡眠不足现象也更严重。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00后”小学生在

校时间平均为 8.1小时，初中生平均为 11.0小

时；有 57.0%的“00后”学习日睡眠时间不足

9小时，休息日睡眠不足9小时的也有34.5%；

学习日有 66.4%的小学生花 1.7小时做家庭作

业，78.5%的初中生花3小时；休息日有81.1%

的小学生花2.8小时做家庭作业，87.1%的初中

生花4.3小时。

2013 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征求意见稿）》建议，小学每日家庭作业

量不超过 1小时、中学不超过 1.5小时。调查

数据显示，伴随学习负担的加重，少年儿童

睡眠时间被挤压，睡眠不足的情况愈加严重。

“00后”学习负担

从课内向课外转移

“00后”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

学习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是“90后”

的两倍；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 2.1小时，

是“90后”的三倍。学习负担出现了从课内

向课外转移的特点，小学生尤其突出。

数据显示，无论是学习日还是休息日，

城市的、小学的和家庭经济富裕的“00后”

上课外班时间多于农村的、初中的和家庭经

济困难的，女生、学生干部和独生子女休息

日上课外班时间明显多于男生、非学生干部

和非独生子女。表明“00后”拥有的资源越

多，上课外班的时间越长。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小学生上

课外班时间长于初中生，表明“减负”政策

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将教育的压力从学校转

向了家庭。

“00后”师生关系

亲密度明显下降

师生关系方面，“00后”在学校学习中

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重视和体现，但师生关

系的亲密度明显下降。

师生关系包括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教

学工作关系三重含义。本次调查中，“00后”

对师生关系的评价呈现两高一低的趋势，即

对师生之间的教学关系和社会关系评价高，

说明 10年来老师的职业道德得到稳步提升，

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得到重视和体现。

然而，与“90后”相比，“00后”感受

到来自老师的亲密感、认同感和工具性支持

等人际支持明显减少，对师生关系的人际关

系评价低。例如只有 12.9%的“00后”遇到困

难时最愿意向老师求助，不到一半（45.1%）

表示会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老师，大多数不

会与老师进行有深度的交往和沟通。

“00后”信息化休闲偏好明显

半数闲暇时间不足一小时

在休闲生活方面，“00后”闲暇时间较

“90后”多，视听娱乐的吸引力大于玩耍，

总体上的休闲方式是“喜静不喜动”。

课外阅读仍是最受欢迎的休闲方式，但

近七成（67.9%）“00后”一年的纸质书阅读

量不超过 20本，上网的吸引力大幅上升，喜

欢看电视的减少，喜欢看电影的增多。“00

后”学习日闲暇时间超过了“90后”，但是

仅50.0%休闲时间达到1小时，15.4%不足半小

时，11.7%基本没有闲暇时间，说明仍有相当

数量的少年儿童仍难以享受休闲时光。

“00后”的休闲偏好染上了日渐浓烈的

信息化色彩，33.4%最喜欢的是上网，比“90

后”几乎增长了两倍，45.7%的“00后”休息

日上网超过1小时，纸质书阅读量较“90后”

减少，仅 26.9%一年能阅读 20-99本书。在休

息日，玩耍超过 1小时的有六成（60.0%），

而看电视、电影超过1小时的近七成（69.7%）。

运动日益受到“00后”青睐

运动量不足仍普遍存在

37.7%的“00后”课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

情是运动，但休息日运动时间不超过1小时的

高达 46.3%、学习日运动时间不超过 1小时的

高达 66.3%，甚至还有 7.6%学习日基本没有运

动，8.3%在休息日基本没有运动，可见运动

量不足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其后果和损失仍

未得到足够重视。

调查还显示，初中生运动少于小学生，

女生运动少于男生，家庭经济较差的少于条

件好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学习日运动与

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没有差别，但休息日运动

超过1小时的（53.6%）要少6.7个百分点。

超过两成“00后”

缺乏校园安全感

调查发现超过两成（23.0%）的“00后”

觉得校园不够安全。校园安全感缺失既有个

体因素带来的情感体验，也有对客观存在威

胁的主观反应。从个体因素来说，年级、家

庭经济水平和抚养状况对少年儿童的校园安

全感影响较大，29.8%的初中生、35.8%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有校园不安全感。交叉分析还

发现，31.1%的母亲长期外出务工的少年儿

童，31.9%的父/母去世的少年儿童校园安全感

差，均高于平均水平（23.0%）。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同伴关系较差

但同伴关系更具价值

针对同伴关系的调查发现，家庭经济困

难的“00后”同伴关系较差，但同伴对他们

的社会支持更具价值。

数据显示，仅两成（21.9%）家庭经济

困难的“00后”肯定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

人”，分别比家庭富裕的和一般的低 25.09%

和 10.8%，而 22.1%则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受欢

迎的人。只有一半（50.2%）家庭经济困难的

“00后”认为“我有知心朋友”，分别比家

庭经济富裕和一般的低 21.3%和 14.5%。可

见，家庭经济困难的少年儿童对同伴接纳和

友谊信心不足。

但数据同时显示，同伴对家庭经济困难

的“00 后”的各种支持更具价值，例如，

31.0%遇到困难最愿意向同伴求助，36.7%会把

内心的秘密告诉伙伴，都比家庭富裕和一般

的高。此外，在“心情不好时，谁最能理解、

安慰你”“在空闲时间，你和谁在一起的时

间最长”两项调查中，家庭经济困难的“00

后”将同学或同龄伙伴排在第一，而“00后”

总体排位是母亲第一。

“00后”上网频繁

小学生见网友更多

“00后”上网最频繁的活动是交往，部

分少年儿童在网络社交中存在风险行为。

33.4%的“00 后”在网上与陌生人聊过天，

11.8%在网上透露过家庭或学校地址、电话号

码等私人信息，10.1%见过网友。其中男生、

初中生和家庭经济困难的“00后”在网络交

往中会更加积极地拓展新关系，受侵害的风

险也更大。

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见网友的比例高

于初中生，有 11.9%的小学生表示自己见过网

友，比初中生高 2.8%。小学生戒备心理比较

弱，更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导致其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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